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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B-16 测振表 

一、概 述  
VIB-16测振表是一种固定安装式振动在线监测装置。可测量机械振动的加速度、速度、

位移，并具有超限报警功能，主要用于工矿企业中重要设备的振动监测和报警。  

VIB-16测振表采用内置电荷放大器（ICP）型加速度传感器，抗干扰能力强，与主机连

线距离可长达100米。  

测振表主机为48×96国际标准嵌装式面板表，可方便地安装在控制室的仪表屏上，4位
LED数码显示被测设备的振动值。主机带有模拟信号输出端，可连接示波器、记录仪、信号

分析仪或数据采集系统，以便对振动信号进行显示、记录和分析。  

 
二、VIB-16 仪表功能、技术参数 
〈一〉、仪表功能 

１．振动测量，包括加速度、速度、位移 
２．两级报警（加速度、速度、位移均可两级报警） 
3．报警参数可设（可分别对加速度，速度，位移进行两级设置） 
4．串口通信，RS232C，通信波特率和地址可由用户自由设定（选配） 
5．报警延时时间用户可调，0 到 30s 用户可设   

〈二〉、技术参数： 
1、 测量范围 

加速度：0.1～99.9m/s2  (峰值) 
速  度：0.1～99.9mm/s  (有效值) 
位  移：0.001～.0.999mm  ( 峰—峰值) 

 2、频率范围 
加速度高频：10～10kHz 
加速度低频、 速度、位移：10～1kHz 

3、 显示方式 
0000～9999 测量值显示 
0～9999 设定值显示 
发光二极管工作状态指示 

4、 分辨率 
1、0.1 或者 0.001 字 

 5、输出信号 
    模拟量输出  4～20mA 

开关量输出  固态继电器控制输出 SSR（带延时）（选配） 
            触点容量：AC240V/7A；DC28V/10A（选配） 
通信输出    接口方式——标准串行双向通信接口：RS-232C（选配） 
            波 特 率——1200～19200bps，可由用户自由设定（选配） 

5、 报警方式   两级报警，LED 指示，并带继电器延时动作（报警延迟时间为 0 到 30 秒可

由用户自由设定） 

6、 报警精度   1 个字 

7、 参数设定   面板轻触式按键数字设定  参数设定值断电后永久保存 

8、 使用环境   环境温度    0～50℃ 

              相对湿度    ≤85％R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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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供电电压   AC220V （50HZ）线性电源供电（选配） 

              DC24V          开关电源供电 

10、功   耗   ≤5W 

11、结   构   标准卡入式 

12、重   量   500g 

 
三、VIB-16 操作说明 
〈一〉仪表面板 
仪表面板如下图所示： 

本仪表共有四个操作键，用于对仪表内部的参数进行设置，分别为设置键、增加键、减

少键和移位键，其中增加键、减少键和移位键只有在当前显示器显示数据的时候按压才有效。 
仪表面板说明如下表所示： 

SET 
参数设定键 

可以变换显示的参数或数据 
可以保存已设置好的设定值 

▲ 
设定值增加键 

用于对设定值的当前位数值进行增加 
每按压一次数值加 1 

▼ 
设定值减少键 

用于对设定值的当前位数值进行减少 
每按压一次数值减 1 

 
 

操 
作 
键 

〈 
循环移位键 

用于指示将要修改的设定值的位数 
每按压一次小数点循环移位一次 

显 
示 
器 

 
四位 LED 数码管显示器 

在测量状态下显示测量值 
在参数设定状态下，显示参数符号或者设定值 

AL1  一级报警指示灯 

AL2   二级报警指示灯灯 
 HI       加速度高频信号指示灯 

LO       加速度低频信号指示灯 
 m/s2   指示当前测量的是加速度信号 
 mm/s 指示当前测量的是速度信号 

 
 
指 
示 
灯 

mm 指示当前测量的是位移信号 
表一 

 
〈二〉、显示说明 

在参数设定状态下，显示参数符号或者参数的值；在测量状态下，显示测量的值，如

果测量的数据溢出，则在最高位显示 1，在开机后数据尚未测量出来时，显示送显 0；在参

数设定完毕退出设置后，且在数据尚未测量出来之前，显示器送显四个—，表示系统正在保

存参数 
 

〈三〉、操作方式 
 1、正确的接线 

参照仪表接线图接好线路，并请确认无误 
 2、仪表的上电 

本仪表无电源开关，接入电源后即可进入工作状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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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、参数的设定 
在仪器处于实时测量状态下，按压 SET 键即可转入到参数设定状态 
说明：移位键只有在所设置的参数值为两位以上时才有效，在参数的值为 1 位数据的时

候，直接按压加减键便可以对数据进行设置，在参数的值在两位以上的时候，须先按压移位

键，将移位键移到所要设置的那一位上，然后再按压加减键对移位键所指示的那一位数据进

行设置。 
  （1）、参数的种类 

各设定参数如下表所示： 
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设定范围 说明 出厂初始值 
Sn 测量信号类型 1～4 显示信号类型 2 
AAL1 加速度第一报警值 0～99.9 显示加速度第一报警值 20.0 
AAL2 加速度第二报警值 0～99.9 显示加速度第二报警值 50.0 
VAL1 速度第一报警值 0～99.9 显示速度第一报警值 20.0 
VAL2 速度第二报警值 0～99.9 显示速度第二报警值 50.0 
SAL1 位移第一报警值 0～0.999 显示位移第一报警值 0.200 
SAL2 位移第二报警值 0～0.999 显示位移第二报警值 0.500 
DE 设备号 0～99 显示本仪表通讯时的设

备代号 
0 

BT 波特率 1～4 显示串口通讯时的波特

率 
3 

DT 报警延迟时间 0——30 延迟设定值×1S 后处理

报警，执行继电器动作

10 

表二 
 （2）、参数的设定 

按压 SET 键将依次显示上表中各个参数符号进行设置，系统在每次按压 SET 键时，先
显示该参数的符号，在显示参数符号的时候，再次按压 SET 键后，将显示该参数的值，并
供用户在线修改进行设置，设置好参数的值后，须再次按压 SET 键方可以保存，与此同时，
系统显示下个参数符号。 
（3）、各个参数的数值对应的实际参数值说明 
A、Sn：测量信号类型参数设定范围为 1 到 4，分别对应的测量信号为加速度高频、加速

度低频、速度、位移 
B、AAL1、AAL2、VAL1、VAL2、SAL1、SAL2：加速度、速度和位移的两级报警参数

值，所设定的值即为所设定的报警值 
C、DE：仪器通信设备号所设定的值也即是仪器通信时候的设备地址 
D、BT：波特率的设定范围为 1 到 4，各个设定值所对应的波特率如下所示 
1——1200bps 
2——4800bps 
3——9600bps 
4——19200bps 
E、DT：报警延迟时间参数的的设定范围为 0 到 30，其中 0 表示不执行延迟，大于报警

值立刻执行报警，1 到 30 表示延迟 1 到 30S，若在此时间范围内所有的数据均超越报警值、，
则执行报警动作 
〈四〉、返回工作状态 
 1、手动返回：在仪表参数设定状态下，设置好所有的参数后，按下确认键返回到测量状态 
 2、参数设定循环一次后自动返回 
〈五〉、报警输出 
在当前的测量值超出设定的报警参数值时，执行报警，超出一级报警参数时执行一级报警，
超出二级报警参数时，执行二级报警，报警时先打开相应的报警指示灯，然后打开相应的继
电器动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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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VIB-16 的参数设置说明 
操作说明：按压 SET 键将依次显示表二中各个参数符号进行设置，系统在每次按压 SET 键
时，先显示该参数的符号，在显示参数符号的时候，再次按压 SET 键后，将显示该参数的
值，并供用户在线修改进行设置，此时用户通过按压上下档键调整到所要设定的数值，设置
好参数的值后，须再次按压 SET 键方可以保存，与此同时，系统显示下个参数符号。 
 
五、VIB-16 仪器显示面板和后面板接线图说明 
1、 仪表显示面板如下所示 
 

  VIB-16 测振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SJC 
 

AL2   
AL1           m/s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mm/s   
H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       
Lo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位数码管 

▲ ▼ 

设定值增加键 

设定值减少键

位移单位指示灯 

速度单位指示灯 

○ 
○ 
○ 

加速度单位指示灯 

SET ﹤ 

一级报警指示灯 

二级报警指示灯 

加速度高频指示灯 

加速度低频指示灯 

显示器 

○ 
○ 

○ 
○ 

移位键 

参数设定键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2、 后面板接线图（见下图） 
 
                 AC220 供电 DC24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   +  4~20m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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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信号地   地         一级报警 二级报警 

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ND TXT RXT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—232C 
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振动信号 变送输出 
 
注：如仪表改进，接线时以随机接线图为准，在确认接线无误后再插入电源 


